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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的前身与本身:
晚清新闻从业者职业称谓之演变

周光明　 唐　 宇

摘　 要:“记者”是新闻传播行业中一个重要的职业称谓,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

过程中,它的含义演变比较复杂。 它既有本土的文化基因,也有一定的域外色彩。 研究发

现,在本土演变条件几乎达到临界点之际,当时的新闻界选择了日源性的“记者”一词。 考

察“记者”与“主笔”“访事人”等职业称谓之间的微妙关系,发现“访员”并非“记者”的前

身;在“记者”被引入的多个渠道中,新闻界的使用与认可,是最重要的;在“记者”近代义的

演变过程中,当其为表示媒介关系的一些词汇所绑定后,它才形成了明确的专业含义。 无

论是作为一个新的职业称谓,还是作为一个新闻从业者的统称,“记者”在晚清的出现成为

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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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任何一个行业都有一套自己的行业术语,职业称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新闻业也不例外。
在中国 200 年以来的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无数个职业称谓,其演变的总体情形是非常复杂

的。 为此,笔者选取近代新闻业草创期的一个特定时段,有先易后难的考虑。 当时出现的一批职业

称谓,既与中国传统社会血肉相连,又时常沐浴着异国他乡的风风雨雨。 但是,正在曙光初露、晦明

未定之际,那些职业称谓总是影影绰绰,具有一种独特的审美效果。
其中,“记者”的出现是一个闪光的时刻。 现有研究表明,用来指称新闻从业者的“记者”现身于

19 世纪 90 年代初,无论是通过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的渠道,还是通过美查所创办的《申报》的渠

道①,似乎“记者”都不可避免地携带着日源外来词的色彩,但却不能简单地将“记者”视为一个和制

汉语词汇。 事实上,中国本土已经酝酿多时,呼之欲出,甚至可以说“记者”的种子本就在中国。 那

么,它的出现究竟有何玄机,值得深入探讨。
现行的中文工具书(包括专科辞书)在对“记者”的解释中一般都分狭义与广义,或指采写新闻

的专业人士,或为从事采、写、编、评、摄的新闻工作者之统称。 不过,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辞书的定

义只是暂时将某个特定称谓的词义固定下来,从未有过一锤定音的企图。 考察一个特定词汇的含义

演变,首先应当克服关于这个词的种种成见,包括这个词的当代含义,而将其视为未定之物;它的当

①最早注意到《日本国志》这一渠道的是李开军和邓绍根,两位学者之间还为此有过一场争论。 如:李开军. “记者”一词在中国
的出现和使用. 国际新闻界,2007,1:77 -80;邓绍根. 新闻界关于“记者”一词的探源纷争———兼与李开军同志商榷. 国际新闻界,
2007,10:68-72;邓绍根. “记者”一词在中国的源流演变历史.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1:37-46,95;李开军. 再论“记者”一词在中国
的出现———回应邓绍根先生的“商榷” . 国际新闻界,2008,5:54-55。 最近几年,有学者发现,“记者”一词的传入其实是多个渠道并
行的,如:郑一卉. 再论“记者”之名的由来. 新闻界,2016,15:26-30。



代含义只不过曾经是其中的一个选项。 当它一旦从辞书中获得解放,这个词便立刻漂浮起来了。
本文考察的时段大致起于 19 世纪 60 年代。 其时,尽管中国近代新闻业已开始了 40 余年,但在

起步阶段,留下的有关职业称谓的材料极少。 讫于 19 世纪 90 年代,大致截至戊戌变法时期。 因为

在梁启超时代,“记者”将成为流行词,涉及问题更多。 笔者主要使用 19 世纪的第一手文献,包括当

时的报刊文章、最早的一批英汉辞书以及几种晚清外交官的日记。 其中,外交官们对国外新闻业的

观察给研究正在发育中的中国新闻业的职业称谓之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二、主笔

较早出现的职业称谓是主笔。 1872 年创办不久的《申报》称:“粤东旧有新闻纸馆之设……其主

笔为黄平甫先生及王君紫铨。”并夸赞这两位主笔:“飞毫濡墨,挥洒淋漓,据案伸笺,风流蕴藉。” [1]

黄平甫者,黄胜也,近代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王紫铨者,王韬也。 王氏其时正滞留香港,编写《普法

战纪》,并为《中外新闻七日报》写稿。
主笔,也称“主笔之士”:如,“主笔之士虽系华人,而开设新闻馆者仍系西士,其措词命意未免径

庭……欲矫其弊,则莫如由我华人日报始。” [2]也称“秉笔之人”:王韬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一文中

说:“顾秉笔之人,不可不慎加遴选。”同文前有“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
得预其列”。①[3]

1879 年,王韬在其《扶桑游记》中使用了“新闻主笔”一词:“冈鹿门偕栗本锄雲来。 锄雲名鲲,字
化鹏,号匏庵,今以字行,为‘报知社’新闻主笔。” [4]1878—1886 年间,曾纪泽出任英法俄三国公使,
在其日记中使用了“秉笔人”“主笔人”“主笔”,如:“费嘎洛新报馆秉笔人来谒,一谈。” [5] “景星引师

坦达德新报馆主笔人见余,久谈。” [5] “费嘎罗新报馆主笔来,久谈。” [5]

主笔者,或为一人,或为多人。 李凤苞于 1876—1885 年间出使德国。 1878 年 10 月李氏被邀参

观当地一家报馆,在其日记中描绘了该馆编辑部的工作情形:“导见主笔者七友,皆绩学士也。 各坐

一室,类聚采访所得而选择之,删润之。” [6]

此前几年,中华印务总局在一则《本局布告》中就提出:“本局倡设《循环日报》,所有资本及局内

一切事务皆由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报馆可比。 是以特延才优学博者四五位主司厥事。” [7] 可能因

为他们确实“才优学博”,曾纪泽 1880 年在其日记中,称这样的主笔为“博士”:“新闻馆写书博士傅

兰西斯克密舍尔来,久谈……拜法国水师提督斐龙、巴西赴华副使穆达、新闻馆博士傅兰西斯克密舍

尔,均不晤。” [5]

当然,王韬、黄胜等人对主笔业务素质的强调不乏自夸的成分,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暂且不表。
既有多位主笔,就会出现“正主笔”“总主笔”之称。 《申报》在 1873 年初选录了一篇《香港华字日报》
有关英国的报道,向内地读者讲述了泰晤士报馆的一则子承父业的故事:“总主笔低灵年六十矣,向
者职司采访,以其父为正主笔,渐染有素,故于所著文字超卓不群,旋升为主笔。 父死乃代其任,时年

仅二十有八,为总主笔者前后三十二年。” [8]

拥有多位主笔,就形成了最初的编辑部。 事实上,中国近代最早的编辑部———“尊闻阁”已于 19
世纪 80 年代初正式挂牌。②

主笔,是主持笔政之略,也说“操笔政”“主笔政”,如“有置身通显曾任大员,洎乎解组归田,由报

馆延主笔政者。” [9]不过,无论是“主笔”还是“笔政”,均非近代新词。 “主笔”作为一种称谓,原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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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文发表一般认为是 1876 年,但据最新的研究,应作于 1875 年下半年。 参见萧永宏. 王韬与《循环日报》:王韬主持《循环日
报》笔政史事考辨.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208.

胡道静在《申报六十六年史》中有记载:“编辑室中有悬额,题‘尊闻阁’三字,出钱塘吴泾(鞠谭)手笔,于一八八二年九月(清
光绪壬午秋月)书。”参见胡道静. 报坛逸话. 上海:世界书局,1940:92. 查申报数据库,“尊闻阁”此前曾以“尊闻阁主人”的名称出现
过。



持判案之意,是古代的一种法律用语。[10] “笔政”,《汉语大词典》解释其古义为“指旧时衙门里的师

爷或掌管文书的吏员等”。 “笔政”是“笔帖式”的别称[11] ,清初多用“笔帖式”。
不过,作为一种职官名称的“笔政”移植到近代新闻行业就变成了一项工作,如同“马政” “盐政”

之类。 但不管是“主笔”还是“笔政”,都给人一种刀笔之吏的想象,难怪清末民初的主笔或编辑,常
被人呼为“师爷” [12] 。 其中转换的关键,笔者认为就在于主笔之人实为一种“两栖动物”,即他们可就

馆为主笔,也可入幕为师爷。 早期投身报业的,或为初通文墨的布衣,或是仅获初级功名的人士,多
为秀才。[13]

此外,主笔也称“执笔者”:“……执笔者,申报馆。 而称述者,则馆中之所谓友人也。” [14] 也称

“执笔人”:“……其混骂本馆既已亟矣,毁害本馆内各执笔人亦无以加矣。” [15] 也称“执笔员”:“日本

访事人云月前日皇谕令,度地宇都宫旧城址启建房屋,俾大阅后在此宴飨百僚,东历十月二十五号操

毕,二十六号论功行赏,二十七号召集各将校贵戚、两院议员及输海防费者、纳税额巨者,以迄各新闻

社执笔员,约二千人,于午后一点钟时与会。” [16]执笔员后简称为“笔员”:“近者帝国主义之声,洋溢

于国中,自政府之大臣,政党之论客,学校之教师,报馆之笔员,乃至新学小生,市井贩贾,莫不口其名

而艳羡之。” [17]

“执笔人”与“访事人”常相对应。 如“高丽乱耗,言人人殊,本馆惟照录所闻以符新闻体例,其中

是是非非,执笔人非目击身亲,固不敢妄为臆断也,昨长崎访事人来信,言之较详。” [18] 又如“执笔人

日坐斗室中,一切新闻皆凭访事人所报缀录报端,实实虚虚,乌能身亲目击?” [19]

三、访事人

清末指代报馆从事采访活动的人士之名称,相当之多,如“访事” “访友”等等。 “访事”做动词,
同“探事”,如《申报》1875 年 7 月 5 日的一则广告———《延友访事告白》;做名词,同“访事人”,详见

下文。 “访友”,也叫“访事友”,如“采访友人”“采访新闻之友” “访事之杭友”等,采访而为友,说明

采访者非在编人员,其身份类似于今天的通讯员。 下面笔者选择一组三字词,按时间顺序,稍加

说明。
“探事人”:“……此皆探事人道听涂说,不究根抵所致。” [20]

“探事者”:“……本馆另有探事者记录,并非原手,以致前报所列不符,因并及之。” [21]

“访事人”:“顷阅汇报,辨正索负被殴一节,又云访事人先后报来,同称目睹。” [22]

“访事者”:“昨报有李姓在法公堂控追丝价一案,因访事者传讹,今特更正。” [23]

“报事人”:“……报事人皆讹瑞为英。 本馆偶不加察,致有舛误,兹特更正,阅者鉴之。” [24]

“采访人”:“海防采访人递来消息云:法人自得河内以来……” [25]

笔者通过《申报》数据库,选取 1872—1893 年①为考察时段,得出上述三字词在当时的使用情

况,见表 1:

表 1　 “访事人”相关称谓在《申报》数据库中的使用情况

探事人 探事者 访事人 访事者 报事人 采访人

1872 0 0 0 0 0 0

1873 1 0 0 0 0 0

1874 6 1 1 0 0 0

1875 4 2 9 4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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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选取 1893 年作为时间下限,是因为具有近代含义的“记者”一词 1893 年在《申报》上首次出现,详见后文。



续表

探事人 探事者 访事人 访事者 报事人 采访人

1876 0 0 15 2 16 0

1877 4 0 22 3 0 0

1878 0 2 5 2 2 0

1879 0 0 25 3 5 0

1880 6 0 13 3 2 0

1881 2 1 3 1 1 0

1882 3 0 12 1 1 0

1883 5 1 16 1 0 8

1884 8 1 235 5 1 9

1885 1 1 204 12 0 3

1886 1 0 257 3 0 2

1887 1 0 228 5 0 2

1888 1 0 91 3 2 0

1889 0 0 151 3 0 0

1890 0 0 228 17 1 0

1891 0 0 288 7 1 0

1892 0 0 308 14 0 0

1893 0 2 403 4 1 3

合计 43 11 2514 93 34 27

　 　

由表 1 可知,“访事人”是此间使用最多的一个词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1890 年,当时有位报人做了一篇六七百字的论说文,名曰《报馆访事人论》:

某尝与友人戏曰访事之职始于虞朝。 曰:何如? 曰:大舜询于四岳,明四目,达四聪,以天下

之耳目为一己之耳目,是访事之广焉者也。 友人笑曰:执事以小比大,无乃太甚乎? 曰:否! 今

泰西著名报馆如法之斐伽罗、英之戴末斯、美之爱辣伊,日出报章十余万纸,馆主之富为当道所

趋,承其访事之士,大都精文学,善辞令,出身清白,识见优长,每岁薪水之丰,较邑宰鹤俸过之无

不及。 ……予所以作是论,登诸本报,盖为能善访者贺,而为不善访者陈管见也,彼其知我罪我,
听之而已。[26]

此文将访事一职追溯至上古尧舜时代,虽不无勉强,但也并非毫无道理。 文中提到供职采访的“访事

之人”“访事之士”“访事诸君”,以“访事人”之名较为正规。 报馆工作者分主笔(“主笔诸君”)与访

事人(“访事诸君”)两类,也反映了当时新闻采访业务的增加,访事人的作用越来越大的事实。
除了“访事人”之外,还有“采访使”等名称。 笔者以张德彝的几部《述奇》为例。 1866 年,同文

馆学生张德彝随旗人斌椿、洋员赫德游历欧洲,著有《航海述奇》四卷,其中《英国日记》部分,介绍了

当时英国新闻业的情况:
日有二百余人,在城市寻访事故,至酉刻齐集,各述新闻,抄录刷印。 其伦敦城内,除新闻事

外,是日居民生死,男女嫁娶,远近迁移,铺店开闭,大小事故无不悉备,虽官阃之事,亦并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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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各国之事,惟新奇骇听者始记,余皆不录。[27]

此后,他开始给这些人命名:
“新闻纸使”:“有新埠新闻纸使来此,挽明同其入厨,看华人造饭,将所用刀勺、菜蔬,悉以铅笔

约略绘之,询以何名? 如何用法? 明遂逐一答之。 其人拜谢而去。” [27]

“新闻局之采访使”:“初五日丁巳,终日阴雨。 亥初,随志、孙两钦宪往克洛佛家赴会。 彼系英国

新闻局之采访使也,侨居巴里,搜辑新闻。 每届礼拜,往伦敦送信一次。” [27]

“新报局采访使”:“同俞惕庵街游,遇前在巴里相会之合众国人高富尔,自言七月前移此,镇日搜

罗新闻,现居哈杂巷第四号。 询之,始知为伦敦新报局采访使也。” [28]

“新闻纸局使”:“(入议政院听论事)楼正面列新闻纸局使,多人执笔记事。” [29]

张德彝多用“某某使”来命名,可能与他的外交官身份有关系。 当然也不排除他熟知采访使的典

故。 总之,“使”具有较为浓厚的官方色彩。
至于访员,也顺便说几句。 关于访员与记者的关系,说访员为记者的前身勉强可以成立,但说

“访员”为“记者”的前身则不妥当。 用于指称新闻工作者的“记者”首见于 1893 年《申报》,此前没有

检索到同一指称的“访员”用例。①

不过,“探事”“访事人”也并非近代新词。 探事、访事人之职务可以追溯到宋代的劄探人,当时

有所谓内探、省探和衙探之分。 “访员” “采访员”亦然,他们原本是一些喜欢打听消息的人士,类似

侦探和线人。 如,“至署中访事之人,亦须考取,考法与按察司略同。 访员访查犯罪之人,呈报公堂,
以凭提究罪犯,定案后,归其承办。” [30]此处的“访事之人”与“访员”同义,指检察官。 又如,“张学宪

采访员节表其事曰雁节鹤龄。” [31] 此处的“采访员”,即官方的“采访使”。 近代新闻业兴起之后,这
些职业称谓也随之扩散到了新的领域。

四、记者

“记者”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就曾出现过,它有一个义项为“作记的人”。[32] 这与近代的“记者”之

生成有一定的关系,但严格地说,“记者”是一个近代新词,早在 19 世纪 30 年代就曾现身,传教士郭

士立称记性好的人为“记者”②[33] ,这种用法,类似于“御者” “行者” “读者”。 作为新闻从业者职业

称谓的“记者”,则迟到 19 世纪 90 年代初才登台亮相。 1893 年《申报》刊登了一则日本报道:“日本

来函云:阳历七月十四号午后三下钟时,东京亚细亚协会及地学协会各员设筵帝国虾台鲁大餐房

……翌日,东京各日报社记者又宴于芝山红叶馆,花飞钏击,别具风流。” [34] 黄遵宪在描绘日本茶会

活动时使用了“新闻馆记者”:“东酬西酢,甲询乙咨,巡檐倚柱,若有所思,新闻馆记者也。” [35] 这也

是近代含义的“记者”在汉语中较早的一个用例。③ 以上两个用例,皆显示了“记者”的日源性特征。
日本方面,用以指称新闻从业者的“記者”(きしゃ)一词,在幕末已经出现。[36]关于日本 19 世纪中后

期“记者”一词使用的详细情况,笔者另有专文探讨。 不过,“记者”一词在本土的演变并非“空中鸟

迹”(章太炎语),以下笔者从“记者”的近代词义与词形两方面稍加考察。
关于词义方面,笔者想看看“记者”是如何与新闻工作发生关联的。 为此,笔者查阅了 19 世纪最

早的英汉双语词典,希望找到 reporter 与记者之间的关系。 笔者选择其中与新闻从业者密切相关的

三个英文词汇( reporter、journalist、editor)④,当时的汉译情况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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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用于指称新闻工作者的“访员”一词直到 1904 年才出现在报刊上:“《访员云集》欧美各报最重访事,其访员不惮越重洋冒大
险,以尽其义务,月俸所入,类逾千金,故争以长耳飞目,竞分秒之时间,探录世界新闻,电书络绎,以告记者,阅报者亦靡不以某报之
迟速而去取焉。”各国新闻. 北洋官报,1904(217) .

“亚耳达革耳革名称记者,因其善记性故也,在位四十六年。”
目前,学界关于此用例的出现时间有 1887 年、1890 年、1895 年三个说法,笔者较倾向于 1895 年说。
reporter、journalist、editor 现今分别被译作:记者、通讯员;新闻记者、新闻工作者;主编、编辑、校订者、审校者、剪辑员、剪接师、

记者、编辑、编者、编辑程序。 笔者还查阅了 correspondent、writer,但其释义与新闻工作关系不大,故略去。



表 2　 新闻从业者相关称谓的汉译情况

年份 字典 著者 reporter journalist editor

1847—1848 英华字典 麦都思 无 无 述者,作书之人(卷一 480 页)

1866—1869 英华字典 罗存德
报者

(卷四 1471 页)

写日录者,
书日报者

(卷三 1065 页)

作者,出者,出书者,校订书者,出新闻

纸者,作新闻纸者,作及出新闻纸者(卷
二 704 页)

1868 字典集成 邝其照 无 无 述者,作书之人(100 页)

1872 英华萃林韵府 卢公明 无 无 述者,作书之人(157 页)

1875 字典集成 邝其照 无 无 作书之人,述新闻者,主笔先生(118 页)

1887 华英字典集成 邝其照 无
作日报者,

主笔者(187 页)
作书之人,述新闻者,秉笔先生,主笔者

(118 页)

　 　

罗存德将“ reporter”解释为“报者”,看似与今天的“记者”较为接近,但查该辞书中对其词根“ re-
port”的解释为“报,禀,禀报,伸禀,复,伸,报知,报告” [37] ,可以发现此处的“报者”实际上是指“禀报

之人”,并非“日报工作者”。
比较邝其照所编纂的《字典集成》三个版本,可以体察到那 20 年间新闻业或新闻界的一些变化。

在 1868 年的版本中,这三个词都未与新闻工作产生关联,但在 1875 年版中,editor 除了有“作书之

人”含义之外,还被译为“述新闻者、主笔先生”,已经具有新闻从业者的含义了。 reporter 在邝其照编

纂的三个版本《字典集成》的“字典”部分均未被收录,却出现在附录的“杂字撮要”部分。 其中,1875
年版中,editor 与“新闻主笔人”对译;reporter 与“探新闻人”对译。[38]1887 年版中,editor( one who su-
perintends,revises or prepares a work for publication;the conductor of a newspaper,journal,magazine,&c. )
与“纂修书籍人、日报馆主笔人”对译;reporter( one who reports proceedings of public meetings,speeches,
news,&c. ,for the newspaper)与“探新闻人”对译。[39]

可以说,随着新闻业的不断发展,此时的 reporter 不再仅仅是“报者”,而具有了新闻采访者的含

义,但这一概念尚未词化,因此使用了“探新闻人”这一短语。 1887 年版中,journalist 被译为“作日报

者、主笔者”,而 editor 同时也有主笔者的含义,这是否可以说在邝其照看来,journalist 和 editor 的职

责有一部分是重合的呢? 考虑到当时的新闻业具体情况,“主笔者”应当是“作日报者”与“述新闻

者”的同义词。 至于 reporter 与“记者”之间形成明确的对译关系,那要到 20 世纪头十年。[40]

关于词形方面,在指称新闻从业者的“记者”出现之前,已有若干非常接近的词汇,下面按时间顺

序,列举几种。
“记事者”。 1876 年,《万国公报》有一则关于英国皇室的报道:“英大太子出游之时,经过希腊、

埃及两国,回轮时由印度日斯巴尼亚、葡萄牙等国经过,有著书之大手笔名陆色者随侍左右,沿途笔

记。 大太子之起居一切等事随时录送太吾士报馆刊印,即时势报也。 兹已汇集成书,另为一卷,约于

西历十月间发印云。” [41]此处的“记事者”指的是文中“著书之大手笔名陆色者”,虽说“沿途笔记”之
目的是为了汇事成书,但其中也提及随时向泰晤士报馆提供稿件,不过此人是否由泰晤士报派出则

不得而知。
“记事人”。 1878 年,李圭在《环游地球新录》中介绍英国的议院时,指出记者可到会旁听:“有楼

甚明敞,许众民登楼听议。 各新报馆记事人,亦在楼静听记录。” [42] 法院审判时,也允许记者旁听,李
圭称其为“新报馆记事者”:“旁一桌坐三、四人,为新报馆记事者。” [42]

“记事之人”。 “其与于论事之列者,一为主政兼兵部大臣若诗特,一为驻劄美国公使,一为总统

赫兰,一为都统赫兰及新闻记事之人,酌商三四点钟时,言论甚繁,兹仅将其要旨录出。”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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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 年,《申报》在一则日本报道中,也使用了“记事者”这一称呼:“长崎创设铁道以达佐世保

港,业经政府准办,……次日长崎县委员复设宴于一日亭,款待各委员并请各新闻馆记事者,珍羞罗

列,款接殷勤,深冀其相助为理云。” [44]

从以上的用例可知,从词形上讲,“记者”明显是从“记事之人” “记事者”演变而来。 不过,无论

是“记事人”还是“记事者”,一定是要附属于新闻媒体的。 因此可以说,通过与“新闻” “新报馆” “新
闻馆”等词汇绑定之后,“记者”的含义才会窄化,其专业含义才能逐渐明确下来。

五、结语

为什么“记者”一词会在 19 世纪 90 年代初出现呢? 按理说,中国当时的新闻界既有主笔系列,
又有访事人系列,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称谓并未陷于无词可用的窘境。 笔者认为,首先,“记者”一词比

较新潮。 此前无论是主笔系列还是访事人系列,大多为旧词,基本上属于沿用,也算是一种“异域借

词”吧①。 这种情况在晚清比较常见,比如“律师”从“讼师” “状师”而来[45] ,“政治家”从“国士”而

来[45] 。 最初“记者”只是零星出现,稍后的戊戌变法时期则明显活跃起来。 乍一看它像是来自日本,
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维新思潮中的一朵浪花。 当时的一位报人谈到日本新名词的流行,列举了“柳隧”
“榴弹”“御料理” 等新词,“记者” 也在其中,认为这些日本新名词 “能去俗而近雅”,故而颇受

欢迎。②[46]

其次,“记者”可作为统称。 最初在报刊业务简单的时候,有一主笔就够了。 此后,主笔由一而

多,甚至出现了编辑部,但“主笔”仍可作为一个统称。 随着各类访友的频频招雇,报馆的工作关系形

成了“主笔—访事人”的二元格局,这在《报馆访事人论》中已经很清楚了。 新的统称成为必要,尽管

并不十分迫切。 此时作为统称的“报人”③“新闻家”④尚未出现,“新闻人” “新闻工作者”则出现得

更晚。 事实上,从 19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出现的各种“记者”中文用例中,并不能确定“记者”专指主

笔还是访事人,结合具体语境,两者兼而有之的情况似乎更多一些。 就像最初的“新闻馆书记”
(1879 年)⑤[5]一样,它既可以指称主笔,也可以指称访事人。

中文“记者”一词,古已有之。 但它的古义只是为近代中文“记者”含义的生成提供了一定的语

义基础,两者之间其实并无必然联系。 郭士立将善记者名之曰“记者”,可谓神来之笔! 这一用例也

提醒大家,“记者”与新闻工作之间,绝不是今天所认为的那种理所当然的关系。 在承认“记者”的日

源性特征的同时,不应忽视“新闻馆记事者”与“新闻馆记者”之间的关联,它们之间其实仅有一步之

遥。 在理解“记者”的近代含义时,还应注意它曾为“新闻馆” “新报馆”等表示媒介关系的一些词汇

所绑定,正因为如此,中文“记者”一词的含义才会窄化,形成它的专业含义,此时它等同于“新闻记

者”。
中文“记者”一词,作为职业称谓,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记者”的用名一旦确定,其中的“记”字,

就不能再用“访员”之“访”,或“编辑”之“编”替代了,某种意义上讲,它也就淡化了“采访”与“编辑”
的工作。 但未尝不可说它也独具优势,它既可以是 reporter,也可以是 writer。 民初著名记者黄远生提

倡“记者四能”: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47] ,这样的业务素养是既能做主笔,也能做访

事人(访员)的。 但是,作为新闻从业者职业称谓的“记者”,其中文名称之优劣互现,也预示着它的

词义演变将具有一个不十分稳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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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最初的“记者”(包括其前身“记事者”等),较多地出现在《万国公报》《申报》的相关报道中。 19 世纪中后
期,外国人在华所办的中文报刊,就一直比较重视国际报道,这个因素似乎也不应被忽视。

“报馆执笔人谓之记者,此语出自论语朱注,盖谓其借以纪事也。”
关于此时“报人”的含义,参见周光明,凌昱. “报社”源流考. 出版科学,2017,25(6):121-124.
首见于 1903 年的松本君平《新闻学》中译本:“谚曰:文如烹鲜,此乃新闻家之格言,可以铭之于编辑室。”
曾纪泽在其出使英国日记中曾这样描绘议会:“申正,偕清臣赴议政院,坐听议事。 先观下院,主议者中座,议绅列坐两庑,百

余人。 新报馆书记环坐后楼,观议者环坐前楼,绅士争竞与喝采之声,甚为喧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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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decessor and Essence of the “ Jizhe” :
the Evolu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Appellations of

Journalis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ou Guangming,Tang Yu(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Jizhe” i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appellation in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ircle.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journalism,the evolution of its meaning is complicated. It has been
affected by both native culture and some extraterritorial factors. The study found that at the time when the lo-
cal conditions of evolution almost reached a critical point,the press circle chose the word“ Jizhe” originating
from Japan. This paper also examined the subtl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professional appellations including
“Jizhe”,“Zhubi”and“Fangshiren”,denying the previous conclusion that“Fangyuan” is the predecessor of
“ Jizhe” . This paper argued that the recognition and use of the press circl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 man-
y channels in which“ Jizhe” was introduced. Only after it was bound with some media vocabulary, it got a
clear professional meaning. However,whether“Jizhe”was regarded as a new professional appellation or a gen-
eral name for journalists,its emerge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inevitable to some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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